
2021-11-09 [Health and Lifestyle] Jewelweed in the Garden_ Pretty,
Possibly Useful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out 2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5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8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9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0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1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3 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14 antifungal 1 [,ænti'fʌŋgəl] adj.抗真菌的；杀真菌的

15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6 appeal 1 [ə'pi:l] vi.呼吁，恳求；上诉；诉诸，求助；有吸引力，迎合爱好；（体育比赛中）诉诸裁判 n.呼吁，请求；吸引力，
感染力；上诉；诉诸裁判 vt.将…上诉，对…上诉

17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 are 4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19 area 4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0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1 as 4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22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3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 at 2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25 athlete 2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26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7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8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9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30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1 bees 1 ['biː z] 蜜蜂

32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3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34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35 bright 2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36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37 but 3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38 by 2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39 can 3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40 capensis 1 [kæ'pensɪs] 好望角植物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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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42 Caty 2 卡蒂

43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44 colors 1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45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46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47 common 3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48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49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50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51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2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53 cracks 1 [kræk] v. 破裂；砸开；发出爆裂声；撞击；破解；变嘶哑；崩溃；制裁；<非正式>开玩笑 n. 裂缝；裂痕；爆裂声；猛
击；尝试；俏皮话 adj. 训练有素的

54 darkened 1 ['daː kənd] adj. 昏黑的 动词dark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5 dealers 1 ['diː ləz] n. 商人 名词dealer的复数形式.

5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7 directions 1 [dɪ'rekʃnz] n. 用法说明；方向；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.

58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59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60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61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6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63 even 3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64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65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66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67 explodes 1 英 [ɪk'spləʊd] 美 [ɪk'sploʊd] vi. 爆炸；激增；爆发 vt. 使爆炸；驳倒

68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69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70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71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72 flower 1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
73 flowers 6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74 fluid 1 ['flu(:)id] adj.流动的；流畅的；不固定的 n.流体；液体

75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76 foot 2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77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8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79 friend 3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80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1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
82 garden 4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83 gardening 3 ['gɑ:dəniŋ] n.园艺；园林工人的工作

84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85 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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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87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88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89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90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91 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92 has 3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93 have 2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94 he 7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95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6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97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98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99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00 hummingbirds 1 n. 蜂鸟科

101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2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103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4 impatiens 3 [im'peiʃienz] n.凤仙花属植物

105 impatient 2 [im'peiʃənt] adj.焦躁的；不耐心的

106 in 15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10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0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9 it 7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110 itching 1 ['itʃiŋ] adj.痒的；渴望的 n.痒（等于itch）；渴望 v.发痒（itch的ing形式）；渴望

111 itchy 1 ['itʃi] adj.发痒的；渴望的

112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13 ivy 3 ['aivi] adj.常春藤联盟的 n.常春藤 n.(Ivy)人名；(英)艾维，艾薇(女名)

114 jewelweed 13 ['dʒu:əlwi:d] n.凤仙花科凤仙花属植物

115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16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17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18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19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20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21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22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23 lee 2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124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125 lightest 1 [laɪt] n. 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 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. 点燃；
变亮；照亮 adv. 清楚地；轻便地

126 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27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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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29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30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31 me 2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32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33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34 might 2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35 more 1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136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37 name 3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38 native 2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139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40 notes 2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141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2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43 oils 1 ['ɔɪlz] 轻质石油产品,油剂,油类

144 On 2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45 one 1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146 or 4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147 orange 3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
14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4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0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151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52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53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154 patient 1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155 peels 1 [piː l] n. 果皮 vt. 剥落；削皮 vi. 脱皮；脱衣服

156 pink 1 [piŋk] n.粉红色；化身，典范；石竹花；头面人物 vt.扎，刺，戳；使…变粉红色；使…面红耳赤 vi.变粉红色 adj.粉红
的；比较激进的；石竹科的；脸色发红的 n.(P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平克；(法)潘克

157 plant 8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58 planted 1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
159 plants 4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160 poison 3 vt.污染；使中毒，放毒于；败坏；阻碍 vi.放毒，下毒 n.毒药，毒物；酒；有毒害的事物；[助剂]抑制剂；(Poison)人
名；(西)波伊松

161 pollen 1 ['pɔlin] vt.传授花粉给 n.[植]花粉 n.(Pollen)人名；(英)波伦

162 pollinator 1 n.传粉者，传粉媒介，传粉昆虫；授花粉器

163 pollinators 1 ['pɒlɪneɪtəz] 传粉昆虫

164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165 press 2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166 pretty 3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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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produce 2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68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169 properties 1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
170 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171 rash 2 [ræʃ] adj.轻率的；鲁莽的；不顾后果的 n.[皮肤]皮疹；突然大量出现的事物 n.(Rash)人名；(英、以、阿拉伯)拉什

17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73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174 Reich 6 [raiʃ; raik] n.德国；德意志帝国

175 returns 1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
176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77 sap 2 [sæp] n.[植]树液；精力，元气；活力；坑道 vt.使衰竭，使伤元气；挖掘以破坏基础 vi.挖坑道 n.(Sap)人名；(柬)萨；(越)
插

178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79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80 scientifically 1 [saiən'tifikli] adv.系统地；合乎科学地；学问上

181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182 seed 1 [si:d] n.种子；根据；精液；萌芽；子孙；原由 vt.播种；结实；成熟；去…籽 vi.播种；（植物）结实 n.(Seed)人名；(英)
锡德

183 seeds 2 [siː 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84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185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186 shade 2 [ʃeid] n.树荫；阴影；阴凉处；遮阳物；（照片等的）明暗度；少量、些微；细微的差别 vt.使阴暗；使渐变；为…遮
阳；使阴郁；掩盖 vi.（颜色、色彩等）渐变 n.(Shade)人名；(英、德)谢德

187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188 skin 2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189 so 1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190 some 1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191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92 something 2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193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194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195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196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197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198 story 3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199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00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01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202 sunlight 1 ['sʌnlait] n.日光 n.(Sunlight)人名；(英)森莱特

203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04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05 than 1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206 that 9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207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8 their 1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209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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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this 2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211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12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13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14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5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216 to 14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217 toes 1 英 [təʊ] 美 [toʊ] n. 脚趾；足尖 vt. 趾触；趾踢 vi. 踮着脚尖走 abbr. 吨油当量（=Ton Oil Equivalent）

21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19 touch 3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220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221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222 uneven 1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22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24 us 1 pron.我们

225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226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27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228 vegetables 1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
229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230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231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32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233 want 3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23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5 we 1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236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37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38 weed 1 [wi:d] vt.除草；铲除 n.杂草，野草；菸草 vi.除草 n.(Weed)人名；(英)威德

239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40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241 when 2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242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4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4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45 will 1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246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247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48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249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50 writes 1 [raɪt] v. 写；书写；填写；作曲

251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5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53 yellow 3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
254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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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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